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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留給今天怎樣的啟示？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國際銳評

紀念郵票發行
紫外燈下見火光
中國郵政10日發行《辛亥革命110周

年》紀念郵票一套一枚，全套郵票面值
1.20元人民幣。郵票計劃發行數量為670
萬套。 該套郵票由北京郵票廠有限公司
採用影寫版工藝印製，郵票色彩厚重、層
次豐富，紫外燈下可看到城牆外紅色的火
光，生動還原畫作背景。

●文：《新京報》／圖：網上圖片

●10月9日，由辛亥革命先輩後裔、港澳同
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等代表組成的嘉賓參
訪團前往北京中山公園中山堂拜謁。 中新社

● 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出席大
會。 新華社

「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
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
能夠實現！」在9日舉行
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大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發表重要講話時的這一
表態，展現了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與堅定意志。現場持續經
久不息的熱烈掌聲，表明
這一宣示說出了中華民族
的共同心聲。
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中

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
是辛亥革命未竟的事業。作
為辛亥革命先驅們遺志的繼
承者，中國共產黨成立後，
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民
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並創造
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
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讓孫
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驅的
夙願一步步成為現實。解決
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更是成為中國共產黨矢
志不渝的歷史使命！
於兩岸而言，以和平方

式實現國家統一，最符合
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中華
民族整體利益。然而，
「台獨」勢力卻公然違背
一個中國原則與九二共
識，數典忘祖、引狼入
室，蓄意破壞兩岸和平統
一進程。特別是台灣現當
局上台以來，借美方推行
「印太戰略」之機加緊與
美勾連，不斷冒險挑釁，
妄圖以「切香腸」方式損
害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顯然，「台獨」分裂勢

力是中國統一的最大障
礙，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
嚴重隱患，必須堅決予以
遏制！中國不承諾放棄使
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正
是外部勢力干涉和「台
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動。中國從來言出必行，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
強大能力！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國
際社會普遍共識。外界注意到，中
美高層日前在瑞士蘇黎世舉行會晤
時，中方明確要求美方停止利用涉
台等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美方表示
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美方必須恪守
承諾，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
出錯誤信號，停止在台海製造危險
緊張局勢。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也是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如今，
大陸已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主
動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信心
更加堅定。中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
的歷史大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
法阻擋的！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銳評評論員

1911年，是中國農曆辛亥年。這

一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

府，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

專制制度，成為里程碑式的歷史事

件。今年10月9日，紀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會隆重舉行，習近平總書

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

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

●央視新聞客戶端

●湖北武漢首義廣場，《走向共和》青銅雕
塑。 網上圖片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
會隆重舉行。 中新社

●部分外國駐華使節參加大會。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國務
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9日應詢表示，民進黨當
局頑固堅持「台獨」立場，勾連外部勢力瘋狂
進行謀「獨」挑釁，損害台灣同胞福祉、危害
台灣同胞安全，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其所作所
為與孫中山先生的遺願、氣節和精神完全背道
而馳，有何資格和顏面妄談孫中山先生和辛亥
革命。
有記者問，民進黨當局對大陸方面舉行紀念

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說三道四、歪曲污衊，
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作了上述表示。

馬曉光指出，實現國家統一、中華振興，是
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的殷切期盼，也是
他們未竟的遺願。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灣的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
的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進程中，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這是歷史的
鐵律，更是歷史的正義。

分裂國家必遭歷史審判
馬曉光稱，民進黨當局的謀「獨」挑釁，是

當前兩岸關係緊張動盪的根源，是台海地區和
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台獨」是絕路，是逆
流，跟所謂「民主自由」沒有絲毫關聯。歷史
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凡是數典忘祖、背叛
祖國、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
遭到人民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
馬曉光指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最符

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在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主流民
意。「我們將繼續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堅守民族
大義，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共同完成祖國完
全統一的歷史使命。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
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

全國政協常委、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香港
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榮茂：
我們通過緬懷民主革命先驅的光輝偉績，能更清

楚地了解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發展進程，認識到新中
國和如今幸福生活多麼來之不易，也能讓更多人真
正明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是經過
中國實踐證明的、也是人民自己選擇的發展之路。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及中新社

台灣黃埔軍校同學後代聯誼會會長丘智賢：
從講話中聽到了在台北許久未聞的三民主義政治綱
領——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同樣自詡
為「中山先生接棒者」的人士，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背後的意義。兩岸的交流發展與和平統一，重在切
實的實踐，為民眾謀幸福，為民族求出路。本次大
會可謂是與歷史的對話，掌聲不絕於耳，是給先賢
先烈們的誠摯敬意與感恩謝意。

台籍律師、北京大學法學博士林浩鼎：
總書記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引述當
年孫中山先生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政
治綱領，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讓自己深
有感觸，並感到內心振奮。很光榮地身為中國人，
一起走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

北京坤韜律師事務所、台籍合夥人律師沈傑：
總書記講話讓自己深刻感受到大國氣象，同時也期
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台灣問題能順
利解決，讓台灣同胞也能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
耀，為實現民族復興接續奮鬥！

與 會 人 士 熱 議民進黨當局謀「獨」
無顏妄談辛亥革命

秋雨潤京城。人民英雄紀念碑在雨中矗立。武
昌起義的浮雕，蒼勁有力的碑文，都銘記着

那一段歷史。「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
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
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
朽！」

功勳 思想解放推動變革
人民大會堂內，習近平總書記回望革命風雲，談

起辛亥英雄。「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
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
奮鬥和壯烈犧牲的志士們名垂青史！」
5年前，也是在這樣的深秋時節，習近平在紀念

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高度評價辛亥革命
的歷史功績。
5年後，再談辛亥革命之功，總書記着墨更多：

「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
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
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
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
影響力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探索了道路。」
打開閘門，拉開序幕，辛亥革命發先聲、倡首

義。正是從這個意義出發，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大
會上重申：「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
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圓夢 振興中華夙願成真
剛剛過去的國慶長假，不少中國人走出家門，飽

覽祖國山河，感慨歲月變遷。
今日中國之景象，正是辛亥革命者當年之夢想。
時間拉回到百年之前。1917年到1919年，孫中

山寫出《建國方略》一書，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
藍圖，其中提出要修建約16萬公里的鐵路、160萬
公里的公路，開鑿和整修全國水道和運河，建設三
峽大壩，修建三個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當時，有的外國記者認為孫中山的這些設想完全

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孫中山則在書中表示：「吾
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
2016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

誕辰150周年大會上這樣告慰偉大先驅：「祖國大
地上，鐵路進青藏，公路密成網，高峽出平湖，港
口連五洋，產業門類齊，稻麥遍地香，神舟遨太
空，國防更堅強······」
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總書記發出這

樣的感慨：「撫今追昔，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深
切夙願，辛亥革命先驅對中華民族發展的美好憧
憬，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並為之奮鬥的偉大
夢想已經或正在成為現實。」

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
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
最忠實的繼承者。

燈塔 民族復興不可逆轉
辛亥革命跨出了一大步，但這一步是有限的。在

2016年11月的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
上，習近平將辛亥革命的歷史局限歸納為「三個沒
有」：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
質，沒有改變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沒有完成實現
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
在10月9日的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總

書記將這「三個沒有」的原因歸結為：沒有找到解
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
路總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

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之後，在這場革命中接受
洗禮的中國人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爆發10年之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

誕生，「點亮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燈塔」。
在10月9日的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總結了辛亥革

命110年來的5點歷史啟示。前兩點啟示，就與領
導力量和正確道路有關。總書記說，辛亥革命110
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必須有領導中國人民前進的堅強力量，這個堅強
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道路是最根本的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唯一
正確道路」。
「奮鬥」「團結」「和平」，這是另外三點歷史

啟示的關鍵詞。
習近平說，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我們，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
英勇奮鬥。
孫中山一生堅持「吾志所向，一往無前，愈挫愈

奮，再接再厲」。他在彌留之際，仍然念念不忘
「和平、奮鬥、救中國」。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
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發出這樣的警示：什麼時候
都不要想像可以敲鑼打鼓、順順當當實現我們的奮
鬥目標。
今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

進程。前景光明遼闊，但前路不會平坦。總書記在
10月9日的紀念大會上說，要以敢於鬥爭、善於鬥
爭的意志品質，堅決戰勝任何有可能阻礙中華民族
復興進程的重大風險挑戰。
關於團結的啟示，習近平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必須同舟共濟，依靠團
結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風險挑戰。團結統一的中華
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
關於和平的啟示，習近平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而且需要和
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正因為深諳「世界好，中國才
能好；中國好，世界才更好」的道理，中國始終在
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
序的維護者。

統一 矢志不渝歷史任務
孫中山先生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

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
要受害。」今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
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解決台灣問
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
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在10月9日的紀念大會上，總書記強調，以和平

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
華民族整體利益。中華民族具有反對分裂、維護統
一的光榮傳統。兩岸同胞都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
偉業。
總書記強調，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

現，也一定能夠實現！他重申，台灣問題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
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
志、強大能力！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
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
「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

上。」這是孫中山先生當年的呼籲。把孫中山先生
等一切革命先輩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
進，這是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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